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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誠請
*糖城中餐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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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檯
急聘●半工炒鍋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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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銀帶位小姐
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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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送員
●前台收銀:全半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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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ing

餐館服務


*中國城中餐館

誠請有經驗企檯 路州,離休斯頓 4.5
會越南話更佳
小時,中餐堂吃店,
●另請炒鍋
誠請企檯
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713-271-3122 832-588-1996

奧斯汀餐館
誠聘 Cashier,企檯
幫廚, 打雜,炒鍋
有意者請電:
737-843-8186

*餐館招聘

*餐館請人

●Cashier
●接電話兼打包
距離中國城 15 分鐘.
●另外招聘夫妻工.
聯系電話:長期有效
210-749-0050

中餐外賣店

中國城黃金廣場

～茶顏觀色～環景優
雅舒服,年青人有活力,
薪金面談. 請電話:
312-818-8238
312-479-1189
9968 Bellaire Blvd #100A
Houston Tx.77036

Dokyo Dauntaun 餐館誠聘

*中餐館請人

*餐館招收

*手抓海鮮店

中餐外賣店

位 Missouri City
位於 McAllen
誠請 Part time
手抓海鮮店,誠請
熟手接電話
炒鍋或油鍋數名
星期一至星期五
意者請洽:鄭
早 11 點-下午 4 點
631-264-9124 646-339-7703

*KATY 中餐館

Mall 內快餐

位於 45 號南
位 Corpus Christi, TX.聘經驗,負責任的廚師，
誠招●全工炒鍋， 請經理和經理助理
薪優,誠請
可以烹飪亞洲食物。薪水從 3000 美元起。
55 歲以下.會英文.
●幫炒 (能炒雙飛) 我們提供住宿，靈活的假期，及任何菜單上的 ●全工/半工企台，
5 天工作日,
●打雜兼包外賣
30%折扣。職責包括烹飪一些日本菜，
薪優需報稅.
能搬遷更好.
提供住宿. 意者電：
主要處理我們菜單上有限的韓菜部分。
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713-614-3873
有興趣者，請連繫: 361-222-6486
●另有好餐館出售
或 Email 至: dokyomail@gmail.com 713-855-2384 214-924-8009

Restaurant Hiring

*超市內壽司吧招人

中餐館請人

位 PearLand, 誠請
有經驗,英文好的
Waiter/Waitress
Cashier
意者請電:
832-768-9888

*黃金水餃請人
中國城黃金廣場內
薪優誠請廚房員工
全工. 需有身份
請 11am-9pm 來電:
713-270-9996
281-881-9885

餐館請人
位 Spring, 249
誠請
全工或半工炒鍋
有意者請電:
281-966-5342

2022 年 Houston 黃頁
Free Listing

免費刊登商家電話地址
增加, 修改, 刪除

請電 : 281-498-4310
微信 : AD7133021553
Email: YP@scdaily.com

位糖城 & Missouri City,Kroger
壽司吧,征壽司師傅或助手﹐
生手也可培訓﹒
832-846-2345
832-520-6015

*高級日本餐館誠請

*Lake Charles 路州全日餐

●有經驗 企檯及帶位
全工或半工均可, 以上需工卡.
意者請親臨:
6345 Westheimer, Houston, TX 77057
或電 : 713-781-6300

『高薪』 誠請 壽司師傅,學徒
廚房師傅, 油鍋, 打雜, 全工企檯.
~~ 包吃包住 ~~
意者請電: 832-605-2131

日餐誠請 (中國城)

HEB ( Super Market )

*路州日餐,高薪

*全日餐高薪誠聘

HEB 壽司吧請人

奧斯汀中日餐館,薪優誠聘

中日餐館請人

高級日本餐館誠請

誠請●全工和半工企檯: 小費好

713-623-3937

●有經驗 壽司師傅, 企檯及帶位
全工或半工均可, 以上需工卡.
意者請親臨:
6345 Westheimer, Houston, TX 77057
或電 : 713-781-6300

*餐館店鋪轉讓

*中國城小型餐館出售

日
餐
請
人

Sushi Bar, hiring Sushi Chef
離休士頓 2 小時,包食宿.
●Sushi Man:熟手,有經驗,不限男女
Littler
bit
English
高薪聘請 炒鍋，壽司幫手，鐵板,
$13-$18/hr
Hwy 288 & Medical Center
企台，洗碗，打雜,
●Cashier : Part time or Full time
6055 South Freeway, Houston, TX
以上無需經驗,可培訓.午休 2 小時。
Text : 832-744-6376
832-808-0206
●另請住家褓姆,帶 4 歲小女孩.
Call : 832-618-2791
HEB 超市內壽司吧,請壽司師傅/助手
請電: 337-764-7736

●熟手炒鍋師傅(Cook)
●熟手油鍋 ( Fryer)
●Sushi Chef 壽司師傅
●Kitchen Helper 幫廚
~~~ 住宿環境佳, 交通方便~~~
有意者請電 : 512-639-9599

位於糖城 6 號 HEB
誠聘壽司師傅及助手
意者請電: 832-213-7345





*餐館請人

全工送外賣,油鍋 招聘 油鍋、炒鍋、
哈比機場附近,
接電話兼打包，
薪優,面議！
誠徵
包吃包住，
地址位於 Spring
包外賣兼送菜員
249 與 99 交界處。 離休斯頓 2 小時車程
意者請電 :
聯系電話：
聯系人：林先生
832-643-8183 832-310-0739 210-380-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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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糖城新餐館出租,機會難得!!!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Good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opportunity to own a fairly new restaurant
in丌
SugarLand. Offer 50% down payment option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餐館租售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owner finance. (No real estate involved).
with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4丌
years remaining lease plus 5 years option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Restaurant
to 丌
renew. 業主可提供 50%首付貸款。(不含房地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產)。剩余 4 年的租約,加上 5 年的續簽選擇。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誠意者請電 Suzie : 713-261-8255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for sale

*Sushi Restaurant for Sale

Location: Hwy-6 North, TX 77084
●$700,000 Annual sales
●$180,000 Sales price
●$4,7OO Rent(plus NNN), 1,800 Sqft
●Lease term until 2027
Owner financing available, very good location
Many regular customers
Business is doing well during Covid.
Please text first :713-206-2048(英文)

賺錢壽司餐館出售:機不可失$$$$$

一年營業額 70 萬, 僅售 18 萬
1,800 呎, 地點極佳.$ 4,700 租金(加上 NNN)
租期至 2027 年,業主可貸款,
很多老客户.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生意很好

*美式炸蝦店

●熟手壽司包卷師傅和二手師傅
有意者請電:

位西北區,Cypress,誠請
●Sushi Man
●英文好企檯 : 全工或半工均可
有意者請電:
832-398-2383
832-653-3111

位於糖城 6 號，
面積小，房租低，小店生意很好，
周圍有大型老美超市跟華人超市， 單獨買店或連同生意一起買均可，
人流量大，1 千多遲，生意穩定，
非誠心買店者請繞行。
適合家庭經營，有意者請電:
意者請電 : 346-397-6982
713-775-3898

Kroger Sushi Bar For Sale

好區奶茶店出售 ( 3 年新 )

*超市內壽司吧出售. 機會難得!!!
一周營業額$3000, 現僅售 2 萬
Weekly Sales $3000
Selling for a good price of $20,000
Please call if you are interested at
832-461-3495

位於 Spring Branch, 白人好區.
生意穩定,設備齊全,面積寬敞,大停車場
因店主另有他業,無瑕兼顧,出售.
適合家庭經營. ~歡迎看店議價~
請短迅或留言: 832-668-6556

賺錢美式素餐館低價轉讓

糖城最大自助餐廳招租

小餐館轉讓

15 年賺錢美式素餐館,
位 Upper Kirby 區,機會難得!
有意者請電: 張先生
713-789-0807
●另請前檯及打雜員工

●8000 多呎, 有私人套房
●另有 1000 呎 冰果小吃店和辦公室
可分租
有意者請洽: 713-397-1681

位於 Galleria 附近, 950 呎
房租便宜 ( 僅 $950 ),
因人手不足店轉讓, 售價 4 萬.
( 如購買,可教會所有食品配方 )
意者請電: 832-270-6187

位 Pasadena 區, 房租 2000.
因店主急需回國, 現出售,
意者請撥打電話:
832-289-3112 非誠勿擾

家樂廣場 Colony Center ( 6 號 / Dulles )

分類廣告 2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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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餐館設備

電話 : 張先生







Real Estate

房地產租售



旺鋪出租: 請電: 281-235-6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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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 Grooming

冷暖
電器

Energy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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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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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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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deling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丌
三三
三丌
三三
三丌
三三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三三
丌
丌三丌
丌三丌
丌丌丌丌丌

通水管
排污






家庭服務

看
丌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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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誠徵住家看護

大理石廚櫃公司

牙科診所請人

長期倉庫工人

Company Hiring
Office 助理

Office for Rent

Gun License

Transportation

泳池維護

地板銷售安裝

搬
家
服
務

Moving Service

Swimming Pool Maintenance

700

牙齒保健

申請帶槍執照

地毯清潔

Massage Store
SPA /Salon
按摩店,美容美甲店

誠聘阿姨

Dental Service

床墊專賣
Mattress for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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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車
房
門
專
家

Flooring Service Carpet cleaning Garage Service

車輛買賣修理
Sale & Repair

刊登廣告

要求：必須精通做飯菜，
一周五天,
干淨整潔、勤勞敬業，能
做飯打掃衛生,
完成主人每天安排的工作
要求干淨整潔,勤快.
每周五天，每天 5 小時，
做一餐晚飯，料理家務。 住家或通勤均可.
薪酬：$20/時, 位 Katy 做飯好吃. 聯系電話:
電：678-739-9274 832-558-8888

公
司
請
人

聘女住家看護

家住糖城,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照顧老人,需住宿.
丌
護
照顧女長者及家務,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服
少許烹飪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工作天數可商量.
一周工作
2或3天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務
請電 :
請留短訊或留言: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713-530-8533
281-650-0588
丌丌Health
丌丌丌丌丌丌Care
丌丌丌丌Service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Computer Service

高薪聘廚師管家

家 管
政
助 家
理
Housekeeper

( #209 #218 #233 )
281-498-4310
Lisa ( 中文 )
281-983-8152 Jennifer ( 英文 )

24 小時,微信連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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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場
接
送

700

各種維修服務

環境高雅, 安全, 安靜, 包水電,
免費高速光纖上網, 辦公傢具,
近中國城 5 分鐘.有大停車場.
共多間辦公室出租,$500

報稅服務

Realtor

系統

ITC 多間高雅辦公室租

培訓班招生

W-2

Door/Window Glass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招聘保姆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需要會燒菜,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會間單的英文,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在佛羅裡達州,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工資待遇高
，3 千/月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要工作七天/
丌
星期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電:832-270-7786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Home
Service

Hiring

OK玻璃門窗專家

Pest Control

省 電 節 能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監控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School
三三三三三三三
Driving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誠
聘
員
工

中國城惠康前,百利大道上,獨立屋,旅館式
套房及多間單房(房間皆附 Cable 電視及冰箱),
無限上網,傢俱水電包.拎包入住,免簽長約,
月租特優. 最少 1 個月起《感謝舊客戶推薦》
Line/微信: houstontours
832-640-3888 Ruby 陳碧如
















家

狗狗寵物美容

中國城辦公室租 休士頓民宿租 Houston Hostel USA

卡拉

專

Sale/Rent

房產經紀人

蟲

中國城聯合賓館

駕駛學校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餐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館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餐館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請
租售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人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
丌
Restaurant
sale
Restaurant
Hiring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自助式賺錢洗車場出售
離中國城約 20 哩
己經營 25 年,
現退休連地產一起出售.
意者請電:
713-540-9607

6468 Corporate Dr (企業路)
中國人自建，自營，華人經理，
語言方便, 可微信訂房. 日或月租.
2 臥室 (有廚房,電飯煲,可炊) 公寓式酒店
水電,網路,炊具,寢具,安全密碼閉路監控.
電話/微信 : 832-488-8399

位於福祿大廈 3 層
6100 Corporate Dr.
環境高雅,安全,安靜,
包水電,免費高速上網,
有辦公家具,大停車場
300 呎,價格優惠.請電:
832-860-1133

( Leader Texas Realty )
位於 Bellaire 上, 近中國城
2700 呎, 停車方便,
適合做寫字樓,辦公室,診所...
等其它各行各業

殺

房地產租售

346-801-5169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吉房出租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近 610,
15 分鐘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離中國城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近醫療中心及休大,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安全,安靜,乾淨,方便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包水電上網,房租低廉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屋主隨和.意者請電: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832-812-2429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600

店面,辦公室
鋪位,各種生意
出租或出售
Business Opportunity

餐館設備和用具

Equipment for sale

500

AD7133021553

蔬果批發公司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休斯頓海外倉
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聘有經驗倉庫主管.
位 Houston, 聘請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會計劃成本控制和
HR 辦公室助理及司機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請電或親臨面試:
Warehouse helper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979-422-9482
伌
需懂廣東話,英語,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Brasada Drive, 有效駕駛執照.電:
6920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TX 77085 713-471-0168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Houston,
伌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300

Company
Hiring

公司請人





























收購餐館設備

Equipment for sale

收購,拆卸,安裝,維修

聘辦公室助理

公司聘請

旅館請人

倉庫招聘

勤奮,守時,安全.
全工/半工,可培訓
誠聘●收銀員
●資深會計: 二年以上 1. 維修人員
近中國城.
招聘牙醫助理
GOEYA LLC 新建倉庫
需有合法身份. 每周
中英文一定要流利,
●倉庫人員
Quickbook 經驗. 2.清潔房間人員
中英文流利,
懂電腦.
位於糖 城.
中國城西南
5 哩 8 號旁
工作 5 天, 7:00-4:00. 有責任心,反應靈敏
需中英文流利
●會計部經理.
意者請
Email
履歷至:
男女均可
有意者請連 Text:
會開叉車和懂英語者
招男性倉管: 50 歲內
和勤勞.大學畢業歡迎
意者請電或 Email:
請電或 Email:
優先考慮.上班地點在
meixie88
3.櫃檯:
日班或夜班
346-208-0013
可搬重物,需報稅,
832-888-4693
281-782-3280
Bissonnet @ Beltway 8 Eamil: blamgmpinc @gmail.com
Email: Recordsgao 電: 713-856-0003
意者請電:
試用期 1 個月,14 元/H
@gmail.com
mascabinets
Mwant110
可即時上班,優先考慮
832-660-7063
Fax:713-952-3605
@gmail.com
@gmail.com
832-248-2100
Linda@smartintl.com
@gmail.com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和樂公司 誠徵
*公寓地產管理公司誠聘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誠聘課後補習班主管老師
●A
牌司機
:
需跑外洲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伌
休斯頓地區
Company
周二至周六, 下午 1 點到 7 點上班.
●倉管幹部
: 具推高機,儲配物流管理經驗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區域總經理 ●維修總監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Hiring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優先錄用.
周日周一休息.
全職提供保險,帶薪假期以及 401k,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伌
待優,享醫療保險,有薪假期及
401K 退休計畫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需英語流利,認真負責 ,有經驗者優先 需會流利的英語 &高中以上數學基礎
工作地點: Houston, TX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意者請 Email 履歷至:
832-912-8999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意者請將履歷表傳真:
伌
意者請電 : 713-480-3049
hr@gpi-management.com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or
伌email to RECRUIT@WELLUCK.COM
伌伌
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伌
















300











































公司請人




























貿易公司請人

誠徵 船務助理

聘請 經理助理/業務助手
•需有貨代或採購部門相關經驗
公司位 Missouri City﹐需中英文流利﹐ •工作地點: 德州休士頓
合法身份報稅﹐薪資待遇面議.
提 供:
年休,年終獎金,醫療保險,退休計畫.
有意者請發送簡歷到郵箱﹕
履歷至: hr@usasportsinc.com
dwc4501@gmail.com

*中國城牙科診所,高薪誠聘
●牙科助理
●前檯工作人員
●經理助理
有經驗者優先, 無經驗者可提供培訓, 需中英文流利,
全職或半職均可, 工作穩定, 福利優,
公司提供帶薪年休假期. 我們期待著您 加入團隊!!
有意者請電 : 618-789-3150
簡 歷 電 郵 : zjin818@gmail.com

***** 誠 業 環 球 集 團 *****

Ocean Harvest Wholesale Inc.

Seafood Distributor & Processor
●司機 (Driver) : 有 Class C 牌
需中英文，有工卡。
電 話 : 713-224-3474
Fax 履歷至 : 713-673-3121
8751 Flagship Dr. Houston, TX 77029

公司誠請員工多名

Retail Distribution
Prefer Engineering background
Peter@corepacificinc.net

Experienced Accountant

SW Houston Import and Export company
●會英文,懂電腦,收銀及電腦出貨員工,
needs an experienced accountant:
一周五天 10 點至 6 點,每小時$12 元起, 1. Must have 3 years or more experience.
2. Computer proficiency
升值空間大,需要報稅.
3. Accounting degree preferred.
●另請打雜. 近中國城.
Send resume and expected salary to :
有意者電 : 281-306-2115
barrykuan@gmail.com

*An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s company

in Houston is currently seeking new talent to join our team.
Sr. Customer Service Representative/Logistics Specialist
•Bachelor's Degree or equivalent experience with business
or supply chain background
•1~2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
•ERP - SAP experiences are preferred
•Take full ownership of customer issues & show a strong
Evergreen Private Care 長榮私人護理中心急聘
commitment to going above & beyond
Private Nurses and Caregivers Needed for V. I .P. Clients.
•Manages logistics operations to ensure efficient and
•Full-time and part-time opportunities •Major Medical benefits
accurate delivery of shipments
•Competitive pay •Weekly Direct Deposit •24-hour clinical support •Positive Attitude. Dependable. Takes initiative.
•In-services and supportive training •Flexible hours
•Excell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spoken & written).
速電: 281-320-1856 為 "貴賓客戶" 提供專屬的 護士及護理人員，
•Bilingual (Mandarin & English) is preferable.
•全職/兼職機會, •主要醫療福利•具競爭力的薪酬 •每周直接存款
Please email your resume to:
•24 小時臨床支持 •在職和支持性培訓 •靈活的工作時間
lwang@telcointercon.com,
Attn: HR
https://www.evergreenprivatecare.com/caregiver-opportunities/
由於公司業務量巨增,總部及各分部現擴招, 誠聘以下全職員工:
1. 物流專員 （2 名） 2. 行政助理 （1-2 名） 3. 銷售助理 （2 名）
4. 倉庫文員 （1-2 名）
5. 倉庫工作人員 （2-3 名）
6. Class A CDL driver : Dallas, Chicago, Oakland, Cleveland
有良好的溝通能力和電腦操作水平,可辦 H1B. 總部位於 Houston 及
分部招聘: Dallas, Chicago, Atlanta, Cleveland, Kansas city 及 Oakland.
有意者請發送郵件或履歷至: resume@cyglobalusa.com

*Management Assistant

美南網站

*** 全球 500 強公司 ***
在德州設立分公司
『高薪』 招聘以下崗位人員：
PM 項目經理, I T 工程師，
Account Manager 客戶經理,
辦公室助理 Office Assistant
QA 工程師, 技師 Technician，
PE 工程師, 測試人員 Tester。
公司支持 OPT，資助 H1B。
誠邀加入公司,請將簡歷發送至:

HR@bizcom-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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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高顏值
AV 女優+高端洋妹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真實日本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漂亮氣質東方美女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實惠的價格
早 9 點-晚 12 點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輕鬆的享受
休斯頓中國城. 歡迎電話預約: Massage School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按摩學校招生中
832-988-7118
832-359-6141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誠聘女按摩師
*誠聘男女按摩師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休士頓好區
丌
，正規床腳店，繁忙地段，招
位於 Katy 市中心，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女按摩師(無駕駛經驗的提供優越住宿環境)
丌丌
95%女客團體消費多，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腳，椅背，手法好，有工卡能報稅
生意繁忙高檔客源。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要求:會床
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事少做工認真！月入 5 千左右，
要求：男女不限全工敬業，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店裡提供防護用品。
懂英文有執照人品佳。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聯系電話：346-247-6440
意者短信至 : 346-434-1613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1000
Massage
Service
按摩服務

832-821-6686

** 高級 SPA **

*凱 悅*

HIRING
for Massage
按摩請人

入籍班招生

W-

●報個人稅, 公司稅
●公司做帳
地址: 美國財富會計樓
6348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報稅服務

口

房產經紀人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美南駕校
1000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疫情期間有中文網絡筆試課
，取消罰單課，保發證書。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美南駕校是官方指定考點
，天天有路考。旅游簽證等各種簽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可以考駕照。青少年班隨時上課。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成人筆試班: 周二，六 10am-4pm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取消罰單安全班 : 周二，六有課
三三
三三三三School
三三三三三三三7001 Corporate Dr #203 832-277-7226 王教練
Driving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2三三三三三三三 ****** 報 稅 ******

打電話或短信： 917-378-5316

譯

口譯服務

專業口譯

譯

移民、醫療、商業
中英流利,收費合理
832-877-0828
（陸克）微博：
L8327792838

各種翻譯

Realtor

駕駛學校

駕駛學校

Registration

教授英文&西班牙文

本地美國人,資深英語家庭教師,教授日常美式
會話、商業及旅遊用語, 個人或集體均可.
*** 協助通過公民考試及移民局面談 ***
skype:david.b.browning /Wechat: Teresina1only
832-788-3383 281-587-6912 布朗寧
5338 Beechnut St. Houston, TX 77096
http://davidbrowning.trustab.org

800

機
場
接
送

Transportation

中國城軍火庫

舊、壞 車
動 或 不動
一律高價收購
中英粵越。電話:
713-482-9267

誠信可靠 ,安全準時.
保證最低價 . 有 4 人 7 人座服務
832-382-5645







浙江大余裝修

車輛買賣
Car for sale

蘇揚建築裝璜 正翔屋頂/裝修

內外油漆,屋內外全部工程 余:929-392-5818 832-607-7861 張
832-366-7510 洪(國台) eng: 646-925-9275
●誠請裝修工人



800

汽 車
保養修理

Auto Repair

誠實裝修

吳氏專業裝修

內外油漆,屋頂補漏
水電木工,籬笆水槽.
安裝更換熱水爐.
多年經驗,價格合理,
質量保證. 請電:
832-866-2876

執照# LI 0019006
庭園灑水,庭園設計,籬笆
內外油漆翻新,涼棚涼檯
洗衣機,乾衣機,洗碗機,
水龍頭,地板,地磚,廁浴,
更新,水務維修,電路修換.
832-818-3185 國粵語

順發裝修

隨叫隨到裝修

公司,住宅,地板,地磚,
價格公道,質量保證 專業住家,屋頂換新 地板人工 90￠/呎
台灣專業,政府註冊,
內外油漆,廚浴改建,
房屋,廚房,衛生間裝修
房屋翻修,廚浴改建 地磚磁磚,紗窗紗門,
承接:舊屋翻新,水槽,籬笆,
鋪草皮,修換圍欄
地板,磁磚,大理石面安裝
商業住家,水電維修 換熱水爐,室內外油漆
涼棚,屋頂翻新,補漏.廚櫃 餐廳翻新,高壓沖洗,
電氣焊,鐵柵欄安裝維修
內外油漆,籬笆車道
二樓樓梯圍欄,
安裝,木工隔間,磁磚,實木
大小工程,
車庫門,自動門安裝維修 灑水系統,經驗豐富
精優價廉.以上工程,
樓梯,木地板,廚浴改建,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水電,空調,安裝維修

專業漏雨
瓦片翻新
室內外裝修 20 年
~~免費估價~~
832-998-5898 保修 2 年.(訂做按摩床)
王 (國/台語)
281-323-9938 王順 713-269-9582

兄弟建築公司 832-860-1133

General Contractor

今第建築裝飾+設計+繪圖

各類餐館、甲店、家庭開工圖紙,
專業室內設計, 3D 效果圖. 20 年以上設計經驗,
多州建築師執照, 政府註冊,1.5 千萬保險.
專業施工團隊承接: *餐館 *甲店 *商業 *廠房
832-779-5888 劉小姐 www.jdnys.com

承接各類餐廳, 美容院, 奶茶店, 辦公室, 廠房等設計, 施工建造,
及住宅維修和翻新,免費估價. 最低成本, 最佳質量, 百萬保險 !
選址 : 商業租賃,為您的生意精選最佳地點,最旺鋪位.
設計 : 施工圖, 3D 效果圖設計,申請施工 PERMIT.
建造 : 裝修裝潢,專業執照工程隊伍施工,品質保障.
6100 Corporate Dr. Ste 315, Houston
www.usbrothersconstruction.com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
三三
佳寶建築公司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 萬福 裝修公司 ***
700
修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本公司是一家大型建築公司
政府註冊. 承接各種大小工程,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三三
三
理
有多年經驗豐富裝修師傅。
擁有各類大型建築設備及水電 A/C 等...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三三
三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您的房屋改造,櫥櫃,門窗,浴室,內外油漆,地板
專業執照,施工團隊.
業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磁磚,冷凝氣,水電維修,水泥路面,車庫,外牆等..
丌丌
專精大型倉庫,Shopping
Center 等大型建築
三三
三
務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有專業裝修師傅就是您的質量保證.
從選址,設計,請照,施工
一條龍服務.
三三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誠信為本,價格公道. 免費估價.
百萬保險+質量保證+價格最低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丌丌
丌Remodeling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聯系電話: 281-886-8888
三三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電話 : 832-380-1166 李師傅
三三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700

Remodeling

修理業務


富貴裝修公司

JuJu's 寵物美容

狗狗寵物美容

Pet Grooming

美國專業資格認證
手工剪毛,寵物託管$20
精心照顧,收費合理
近 Richmond/休斯頓
281-818-8809
281-496-7878
12624 Briar Forest

腰酸背疼,輾轉難眠? 夢想一覺睡到自然醒?

機場, 碼頭 ,一切接送



800

床墊世界

專收購舊車壞車

修理業務

Remodeling

一年按摩店出售
附近醫院, 酒店, 居民區，
客人好, 生意穩定,
無不良記錄, 無競爭，裝修高檔.
有意者請聯系：832-270-0597

Kate Zhang
可在全美 38 州携帶
全課程半天完成$100
●個人房屋買賣
( 外州駕照可申請 )
●商業房產買賣
各式槍枝買賣/交換
Gun License 9896 Bellaire #G1
微信：15042558967
( 黃金廣場內 )
電/短信：917-378-5316 申請帶槍執照 281-236-4723

美華翻譯中心 M&H Translation Services

Remodeling

修
理
業
務

*290 白人區新裝修

還好有 30 多年老字號的床墊世界,專賣各種超硬實木板床墊和彈簧床墊.
美國生產,質量最優,價格最平,款式最齊,市內免費送貨.
※另有廠家直銷各式家具及自動清洗抽油烟機.
請電 : 713-777-1188
床墊專賣
6121 Hillcroft Ave, Ste M1, Houston, TX 77081 (近 59,離中國城 5 分鐘)
非誠勿擾,請短信:281-236-2626 Mattress for sale
www.mattressworldhouston.com



700

個人/開店:
申請,補發,更新.繪制/設計平面圖.
協助處理執照局,市政府的違規通知單.
開按摩更新班,足療証,拔罐証,刮痧証,
芳香療法. 微信:kenchen1950
電話 : 832-713-0806 陳老師
832-407-1022 Amy

公民入籍考試輔導班 保證通過

●專業翻譯各種學歷證書, 成績單, 結婚, 離婚, 出生, 死亡證書.
●各種戶籍,房產,銀行證明 ●法律,經濟,財務等專業文件及口譯,
代辦公證認證.●30 多年翻譯經驗,得到美國&中國政府機構認可接受.
價格優惠,專業迅速。 電話 : 713-414-3115
電郵:service@ustranslator.com davidwon1025@hotmail.com
Http://www.ustranslator.com
Member of the American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誠意裝修
三三
榮盛裝修
丌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700
修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承接
:
舊房翻新,
商業住宅,水電木工,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三三
三
地磚地板,浴室櫥櫃,
理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浴室廚房改建.
丌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丌
●承攬:商業/餐館裝修
內外油漆,大理石安裝,
業丌三丌三丌三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三三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小修小補.
木工活,水泥面,籬笆牆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務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小修小補,保修
丌
質量第一,誠信價優!
3
年.
三三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請電: Sam 劉
~~ 百萬保險 ~~
三三
丌丌
丌三
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Remodeling
832-606-7672
電:281-787-1283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三三
丌丌
丌三丌三丌三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三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恆豐裝修公司

*專精按摩執照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DPS 指定 王朝駕校 路考第三考場
1000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DPS
三三路試考官,全權下放至百利駕校的教練考路試,
pemit 後可安排路考,不用排隊等 30 天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在本校一天可完成筆試,取得
三三
筆試班
:
每星期一至六上課
，務必預約.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路考班
:
務必預約.
考路試
，務必預約.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安全班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 隨時開課. 開課，務必預約。
三三
三三三三School
三三三三三電話:
三三 832-633-5555 周師傅 832-983-9509 Tom 發哥
Driving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
德州帶槍執照
房地產經紀人

北夏接送服務

700

歡迎預約:
832-630-3343

* 由專業入籍考試輔導老師一對一教學輔導
* 提供最新入籍考試基本試題，模擬考題，仿真練習，讓您 100%通過
* VIP 級別輔導，時間靈活，循環輔導，依照學員的基礎量身定制
* 面試由專業律師陪同
歡迎電話咨詢：713-815-5011 / 832-279-7772
10700 Richmond Ave, STE 230, Houston, TX 77042

, 別蹉跎歲月
歲月
*男 士 征 婚
千 別猶豫 別蹉跎
一
69 歲，喪偶，身高 1.74 米，
里
線
身體健康，性格開朗，
姻
牽
誠尋有意組建家庭的有緣中國女士.
緣
登廣告專線 : 281-983-8151

舊雨新知

832-380-1539

1000

英
文
班
招
生

** 真 愛 台 北 **

*妙齡網紅,丰乳翅臀 極品 Baby! 粉嫩少女

1000
Massage
Service
按摩服務

1000

D3

Friday, March 5, 2021

專做居家小活

修補牆面、油漆.
內外油漆,地板地磚,衛生間,廚房翻新,
翻新衛生間,廚房,房間改造,疏通上下水
專業籬笆 翻新與維修
更換熱水器.漏水.庭院等等....
居家小活統統都做.
我的價格包您滿意
713-429-2685
電話: 832-206-2118
702-888-5518

美 滿 裝 修

19 年經驗,專精商業住宅
理石廚櫃,地板,磁磚,浴室改建,內外油漆,
門窗,水電,涼棚,圍欄及屋頂翻新.
誠信+優惠+專業 特價 & 保修二年
832-419-5588 張 ●另請工人

李氏修車行/汽車買賣
換機油$18.99 年檢$25 "鈑金部"多有折扣
專修本國車,進口車,引擎系統,剎車系統,變速器,電路
鈑金噴漆,修理 代辦一切保險理賠,24 小時拖車服務.
Lee Enterprises Complete Auto Repair
11830 Beechnut St. Houston,TX 77072 /Kirkwood
電:281-575-7221(中英越) 手機:832-622-7134

6 天營業 周一至周六: 9 點~6 點

潮江裝修

*房屋修理*

廚廁改建,地板磁磚
內外油漆,木工水電
廚櫃理石,檯面安裝
香港師傅,專業守信
請電: 陳師傅
832-629-2688
誠聘裝修師傅

浴室，漏水，天花板
屋頂，廚房，內外牆
地磚，地板，高壓洗
油漆，籬笆，蓋涼廳
水電門窗，舊屋翻新
餐館改造.~好價格~
713-515-7652

天天裝修

永發裝修公司

分類廣告專頁

美南網站

舊房翻新，內外油漆， 政府註冊,百萬保險.
地板地磚，衛浴改建， 30 年經驗,一條龍服務
櫥櫃台面，柵欄修建， 承接:商業/餐館/住宅,精
高壓衝洗，室內清潔。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通土木,地板,水電,油漆
保修一年,價格公道,
提供商業保險
招熟練工人,需有合法 經驗豐富,保證質量.
646-713-4928 吳
身份,薪酬優厚.
713-371-2713 戴師傅 832-207-2626

宏達建築裝修公司
政府注冊.百萬保險.15 年經驗
承接：商業/住宅 的
翻新與改造等工程.
誠信為本價格公道，另招裝修師傅
中英 Andy 801-739-5866
中 蘇師傅 832-359-2367

刊登廣告
24 小時,微信連絡

AD7133021553

分類廣告 4
星期五
殺

蟲

地板銷售安裝

CLASSY 殺蟲專家

專

家

玻璃門窗專家

Pest Control

Classy Pest Control 提供專業的殺蟲服務
包括住家及商業地區,
讓您擺脫蟑螂/螞蟻/蜘蛛/老鼠/白蟻等的困擾
本公司提供免費的估價.
34 年專業經驗. 專業白蟻檢測及殺蟲服務.
電話(英): 281-437-4329, 713-516-1747
(中文): 346-252-9893

Door/Window Glass

專業砍樹服務

龍運疏通

通水管
排污

 

   

水務
電器

Plumbing Service





水務
電器

 



Electrical & AC
Service





冷
暖
電
氣

Electrical & AC
Service

房屋理賠

Claims Service

安裝維修冷暖氣,
換熱水器 change water heater
價格合理,保證質量，服務快速.
Please Contact: Jay Yu.
請電：於先生 346-232-8970
832-868-8071

十年豐富經驗面對各種保險公司,房屋遭受暴
風雨,冰雹損害,房屋漏雨,房屋水管爆裂漏水,
火災,我們能幫您從保險公司爭取到您應得的
賠償.拿不到賠付免任何費用,保證施工質量.
免費咨詢電話:713-732-8802 中文
832-683-8753 英文

屋頂專家風災冰雹索賠專家
26 年經驗,價格合理
修補翻新各種屋頂
大小工程,質量保證
免費估價. Min Park
832-202-8432

房屋理賠

Claims Service

通水管
排污

$60 元起,不通不收費
高效強力疏通下水道.
漏水堵塞,洗水盆,浴缸
馬桶,打碎機,下水道
專業更換熱水器
7 天 24 小時. 請電:
832-421-6698

下水道專家

$65 起。高科技
迅速為你解決
●地下水道堵塞
●漏水、等難題
德州大師級執照
電話 832-708-8688
短信 832-929-2771

通水管
排污

水電服務公司

誠信專業水電

專精各種漏水

水水水

滿意水電

居家空調水電

雅聖冷暖氣

浩記冷暖氣維修

陳氏專業冷氣

快速冷暖氣修理

爽快水管專業
專通下水道, 儀器檢查, 漏水堵水.
修換: 全屋來水管,去水管,水錶漏水.
按裝:熱水器,水龍頭,馬桶,浴缸,打碎機.
7/24 832-600-6300 劉
通粵/ 國 / 英 / 墨西哥

小潔水管公司

頂好排污

832-722 2099

德州執照 TCEQ24431
德州 Master 執照 40172
抽餐館油井,
商業/住宅:煤氣管，煤氣
洗衣店水井,
開通與年檢, 水管油井,
高效強力疏通下水道.
水表,下水道,通堵,
各類熱水器過濾水器等 經驗豐富,不通不收費.
水管系列安裝維修工程 832-462-3832
832-462-4011
城市申報檢驗.

分類廣告價目表

CLASSIFIED AD. RATE

專修室內外各種漏水 專精各種漏水,閥門龍頭 洗衣烘乾,熱水爐具 3格 (3boxes) $135 $240 $315 $375
更換各種室內外 更換,熱水器,冰箱,洗衣機 冷暖空調,抽風排氣
4格 (4boxes) $180 $320 $420 $500
水零件,
各種家電維修,增加排查
水喉水槽,滴漏堵塞
房屋整體水管更換, 線路,更換電箱,軟水淨水
修換熱水器.
系統,加裝各種照明燈, 開關插座,生活電器 6格 (6boxes) $270 $480 $630 $750
住家餐館,質優價低
車庫門安裝維修
713-429-2685
EFFECTIVE: 從2009年11月1日起實施
702-888-5518 曹 832-576-6957 832-290-8770

合家歡冷暖氣

專業安裝,維修,保養
專業修理安裝:
冷暖氣系統
專業維修、安裝
冷暖氣維修更換,
冷暖氣系統
中央,分體,窗式空調
冷暖氣系統,
商用 cooler,freezer, 保養,維修,安裝, 維修水電( 開關,電路,
餐館制冷設備修理
家電,熱水爐.
維修更換熱水爐.
專門解決疑難問題
熱水爐器更換或維修 政府執照,15 年經驗 電風扇,熱水爐 )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價格合理,質量保證
保證質量,價格公道
請 電:
電話：陸先生
請電: 陳(英粵國越) 電:劉先生.●請幫手
請電 : 黃先生
832-421-6698 346-606-6871 832-759-4638 281-236-2846 832-552-0155



Chang Le Service 長樂 AC

專通下水管道

Long's 專業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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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空調公司

修空調●修水電
找大衛,又快又好又便宜
維修費一律 80 元 (材料費除外）
德州執照,空調技師大衛
832-923-6578 (中文)
281-866-1073 (英文)

誠意鐵工廠

萬家樂冷暖氣

泰平鐵工廠

林記鐵工廠

電腦維修，IT 技術支持
辦公室電話/網絡佈線,VoIP 電話服務
商業高清監控安裝維修,數碼 IP 4 百萬像素起
POS 軟硬件，保證最優惠價
Express Computer Solutions
電腦維修
Tel : 713-823-6863
www.expresscs.net
Computer Service


800

 




800

報警監控安裝

監控系統安裝

安全監控系統

監控系統 4MP 超清
帶 4x 鏡頭, 包安裝,
一套$700 起,無月費
支持手機監控及回看
請來電話咨詢:
832-310-7499

范氏鐵工廠

美南網站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四季搬家公司
丌丌
(需每天運者有特惠)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政府註冊
ID
200897974,
執照號碼:
TXLic006575605C
搬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品質保證,價格便宜,32
年專業經驗,免費到府估價.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家丌
往 Austin,Dallas,
San Aotonio 特價優惠.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本公司有各大小貨車，專門長/短途搬運，
丌丌
公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
公寓、住家、辦公室、鋼琴
( 10% Off w/AD 廣告 )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英文電洽 : 281-903-7688 832-867-5467
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司丌丌
Moving
Service
或上網查詢: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http://www.allseasonsmove.com
丌丌
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丌
丌
《如意》搬家
順豐搬家快運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搬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拉貨.搬家.運東西.
丌丌
丌丌
貨運公司.專業搬家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居民.公司.倉庫.鋼琴.
各種 家庭 / 倉庫 /
家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家具拆裝,跨州長途搬運
辦公室 / 搬家。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公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
只要你需要,
專線休斯敦-洛杉磯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我們一定
丌丌
“搬”
到.
電話:
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司丌丌
Moving
Service
281-797-9898
832-966-6077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冷暖工程,家用電器
廚浴設備,修換水爐
住宅商鋪,節能空調
漏水斷電,急修急通
請電: 蕭師傅
832-490-7988

吉順冷暖氣公司

專業定制各種防門自動
專業定制各類防盜門窗
經營多年,專修
大門,專業遮光智能溫室 鐵門護欄, 碰撞銹蝕, 精工電焊,鋁,不銹鋼 防盜門窗.自動大鐵門(保證大門不會變歪,
歡迎團購,便宜 5%-10%)
大棚,2000 呎到 3500 呎
餐館設備,爐頭,
修理翻新各類鐵件
玻璃溫室連棟大棚,可
工藝鐵門.
(鐵欄,扶手,樓梯等), 開門機修理,鐵欄杆修理,換新.陽台扶手.
定制呎寸,專用鋼結構
金屬構件加工.
多年經驗,質量保證. 出售鐵欄杆,大門,柱子等..承接各種焊接,
房屋,,可訂制呎寸, 移動
www.taipingironworks.com 281-889-1086 修理工作. 保證質量.良好的售後服務.
房屋大棚專用暖風機.
713-598-8889 (中文) ●誠請電焊工
電:832-566-7888 281-785-9895 劉 832-420-4376

電腦專家

精藝冷氣水電

政府執照 TACLB95906E 百萬保險
安裝維修保養:各種家庭,商業冷暖氣.
安裝、精修 : 各種品牌冷暖氣
精修餐館及超市冷凍,冷藏設備,電機,電路
維修保養,配件更換,水務電器,專業誠信 及生活電器維修,特價代理 Goodman 產品.
~ 政府認可的 TOP 空調專業技工 ~ 州政府保險及執照, 質量保證,歡迎比較.
832-860-3388 蒲繼忠
281-818-2990 宛 (Wan)

精準冷暖氣 & 冷凍公司

AirTuner (各種品牌)
●住家及商業 : 保養維修、更新.
●德州執照 TACLA 80788C
●高額保險 : 價格公道
**任美國最大冷暖氣公司資深技工**
P.J. 陳 : 832-367-1098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800
一一一

 

美國房屋理賠服務

專精上下水管道,
需要修換水管,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執照電工.經驗豐富.
舊屋水管換新,
漏水,堵塞及疑難雜症.
丌丌
丌丌週數
丌丌丌Week
丌丌丌丌一
丌 週 二 週 三 週 一 月
安裝水龍頭,
灑水系統,家電維修, 改移,換新上下水管線,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屋頂,地下漏水
格數
丌丌
丌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1丌wk 2 wks 3 wks 1 mon
Size
水電新建和修理,
馬桶,浴缸,
熱水器,水龍頭,浴缸,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丌
修換熱水器
丌丌
丌丌丌丌丌丌
花園噴水系統。 洗衣,烘乾,冰箱,熱水爐 淋浴,馬桶.●維修改裝
1丌格丌丌(1丌box)
$45
$80
$105 $125
供電線路,換電箱,加改
832-217-6958
修
打碎機,下水道,
請電: 張生
供電線路及電器設施
713-885-4818 英 2格 (2boxes) $90
281-236-7471 281-610-2068
$160 $210 $250
713-480-3646

多年經驗 Sears'專業技
師, 專門維修各種
家庭/商業:冷暖氣, 冰箱,
製冰機,大型冷凍櫃,冰櫃,
熱水爐,洗衣機,乾衣機
執照號碼:TACLA44251C
Plumbing Service 質量保證.電:通英/粵語
713-505-7534
三三
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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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暖
電
氣

專業維修, 重建,新建,
各型籬笆,范士,圍欄,
圍牆.價格優惠,
10 年質量保證,
完工後滿意付款,
全市最低價,150 元起.
832-969-5083 李

水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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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鐵
工
廠
Iron Works

Flooring Service

籬笆 Fence

廚房及廁所漏水疏通
水龍頭,噴頭,破碎機
按裝. 經驗豐富,
價格最低(政府執照)
陸先生(中文).請電：
281-818-6524
三三
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700

地板$1.89/呎 &up
地毯、磁磚、花崗石
內外油漆，廚浴更新
832-353-6900
9889 Bellaire #B-24-C
( 大中華超市旁邊)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700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庭三三木水石電全能
品質保證+安全保證+價格便宜保證
執照#LI 0019006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Commercial & Residential 商業/住宅
花草自動灑水系統,
園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Shower Door, Window Glass
軟水器,淨水器,籬笆,涼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美三三
Mirror Wall, Furniture Glass
亭,魚池,地板,磁磚,電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浴缸,浴室落地玻璃門, 住家辦公樓大門玻璃
餘泥
化三路,水路,招倒垃圾﹑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一般牆上及臥室大型鏡子,傢具台面玻璃
及以上各種維修.國粵
三三
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Gardening
請英文/越語 : 346-561-2430
832-818-3185 吳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
三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專業籬笆圍牆 分類廣告專頁
專業砍樹

通水管
排污

700

敦煌地板

700

D4

Friday, March 5, 2021

PN Pro Glasses 門窗公司

華人經營,專業砍樹,
修理樹枝,挖樹根,栽花,
種樹,鋪草皮.各種場地
清理,修建籬笆圍牆,
清理水槽,清垃圾,排後院
積水.搬家及雜活.
*全市最低價 100 元起*
832-969-5083 李

700

2021年3月5日

安全監控系統

Alarm 專業安裝
$19.95 月費
監控安裝每一路$75 起
四路特價,工廠直營,
倉庫在 Harwin,有
安裝執照. B09382201
電:713-779-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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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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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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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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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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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車房門專家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車
房
門
專
家

Garage Service

商業,住家,鐵門及鐵柵
搖控車門器更換,
彈簧維修線路安裝,
品質保證,免費估價.
通國粵英語
20 年經驗,7 天日夜.
713-598-8118(C)
713-777-7934 (H)

床墊世界

腰酸背疼,輾轉難眠? 夢想一覺睡到自然醒?

還好有 30 多年老字號的床墊世界,專賣各種超硬實木板床墊和彈簧床墊.
美國生產,質量最優,價格最平,款式最齊,市內免費送貨.
※另有廠家直銷各式家具及自動清洗抽油烟機.
: 713-777-1188
床墊專賣 6121 Hillcroft Ave, Ste請電
M1, Houston, TX 77081 (近 59,離中國城 5 分鐘)
Mattress for sale
www.mattressworldhouston.com

中信搬家公司 (當天電話,當天搬)

西 南 搬 家

(O)281-933-1555
(F )281-933-2953

I.C.C. M.C.249994

TX.D.O.T. 44648C
政府註冊 TXDD363224B 優質服務,誠實可信
U.S.D.O.T 461436
26 年搬家經驗,質量保證。公司備有大中小型
www.swmoving.com
Email: mike.kuo@swmoving.com
封閉貨車,專經營長短途搬運,住家,公寓辦公室,
●公寓，住家，辦公室，倉庫遷移。
三角鋼琴,貴重物品,碼頭提貨,有保險,
●市區內、紐約、加州、全美長途、回國傢俱
免費提供紙箱 832-561-7776 國語
包裝及自用車運送。
24 小時服務 832-367-6090 國,越南,廣東 ●政府合法執照,25 年經驗,工作保證,誠信可靠.

聯合搬家公司 800
公寓住家，公司搬運
碼頭提貨，代客送貨
短長途專業搬運鋼琴
免費估價，價錢便宜
電:713-783-3789 通
626-297-9888 國臺英

unitedmoving.tx@gmail.com

機
場
接
送

Transportation

北夏接送服務
機場, 碼頭 ,一切接送
誠信可靠 ,安全準時.
保證最低價 . 有 4 人 7 人座服務
832-382-5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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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越来越不想让朋友来家里做客？

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样的朋友能算的
上真正的好朋友？我会想起大学班长的说
法，“去过他的家，有他家里的电话号码
”。
七八十年代的小城里，父母一辈交了
新朋友，总喜欢请到家里吃顿饭，吃不了
饭也要请回家喝杯茶，俗称“认认家门”
。要好的朋友，喜欢到彼此家里做饭，打
牌，甚至接上家用 DVD 话筒，唱上几曲
。平日里晚饭过后，住得相近的朋友，喜
欢互相串个门，到对方家里闲坐，聊些有
的没的闲话。
今天的我们，交了新朋友总也喜欢约
饭，但都会选择商场闹市中新开的或有口
碑的餐厅，很熟悉的朋友，会选择卫生质
量没什么保障或者吃起来可能会没形象的
街边摊，会选择走一走街心公园或者组一
局密室逃脱，或者到KTV放歌。更多的时
候，欢聚结束，大家就会借着城市灯光下
的暗影散去，各自回到家中。
我们已经渐渐不习惯，把家作为社交
的场所了。

“家”在居所意义上的私密化
仔细想来，“家”作为个人居所，整
体上看属于私人领域，但有趣的是，这个
居所中，似乎是理所应当地，一直保留着
一块公共区域——“客厅”。客厅，顾名
思义就是招待客人所用，是在家这个私人
领域中特意预留的社交场所，从古时建筑
中的厅堂设置，到现代楼房的居家设计，

都不曾摒弃这一公
共空间的设置。即
便在房屋价格蒸蒸
日上的今天，哪怕
一套一居室的房子
，仍留有“客厅”
这一既定空间的一
席之地。
那为何我们渐渐
不再习惯将人请进
客厅，或者主动去
往别人家的客厅进
行社交活动了呢？
客厅的特别之处，
在于它是一个套在
私人领域中的公共
空间，它需要主人
先打开私人领域，
才能实现它的公共
空间功能。于是我
们首先要解决的问
题是，打开“家”这一私人领域。
现代人在社会交往中对公共空间的认
识存在两个维度的张力。在网络世界中，
随着电子产品科技含量不断提高，互联技
术的多元化，我们在虚拟世界中越来越
“亲密”，隐私边界非常模糊。很多不会
对身边人吐露的烦恼，觉得隐僻、羞耻的
思维与心态，往往会借助虚拟世界倾诉甚
至发泄。这种没有边界的自由社交，引发
了学界对传播隐私管理的警惕，对社交
APP中的隐私边界和隐私规则展开探讨，
不断呼吁大家建立“数据化节制”。与此
相对的，人们在真实社会中的隐私边界却
在不断扩大，隐私意识也不断增强。大到
家庭情况、个人收入，小到购买记录、电
话号码，都进入我们慎重对待的私隐范畴
。家庭居所作为私人领域的性质，也越来
越凸显。
现代城市的居住环境和居所布局，与
中国传统的乡邻社会组织形式有着天差地
别。犹记得小时候，各家住房一字排开，
与领居家的院子，是用稀疏的篱笆隔开的
，有时放学回家没带钥匙，就会敲开邻居
家的门，从篱笆缝儿里钻回家。听北方的
朋友讲胡同、公房、四合院的居住环境，
邻里之间更是拥有着大量的公共空间：道
路、院场、厨房、卫生间。那时的家庭居
所，除了卧房，私密性都不强，这种共享
居住环境的状况，使人不会特别注重家的
私密属性，对进入这一空间的人要求也就
不会太高。

脑子进的是开水
实话实说，老婆过日子节俭，深知挣钱不易，花钱
仔细，买菜趁天黑，买衣服等打折。绝对的理家好手。
两口子居家过日子，思维理念难免有差异，按说，
在时下物价飞扬的时代，有个节俭的理家能手，俺自当
知足。可有时内心的深处也有点小想法。
先说在马路边买的菜吧，都晒了一天了，能好吃了
吗？你再说那衣服，“便宜没好货”这句话，虽说不是
绝对的，可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有时一不留神，本来
挺精致挺耐看的一个少妇，偶而也会被廉价打折衣服弄
成了半老徐娘。可怕的是，老婆把俺当穿成穿衣镜询问
感觉时，俺还得咬着后槽牙，说不错不错，穿出了靓丽
，穿出了风采。夸，必须的！不然，她会心疼被花掉的
钱。
在这种情况下，俺内心的真实感觉不会有所表露。
只因为，老婆为了这个家，不易。不过，稍有机会，俺
也会小有动作地偶尔暗自改变一下。
那天路过菜市场，想买几个西红柿，一个摊位上插
着的牌子吸引住了我，上写着“自来熟”，一想起天天
吃着使用各种化学催长激素之类的药剂而变的缺滋少味
的瓜果蔬菜，常常让俺怀念小时候跑到菜园子里偷摘时
的情景。于是对“自然熟”这几个字特别亲切。不过，
那价也比别的西红柿贵出了一倍。
管它呢，想吃自然的，你就得付出高昂的代价。俺
没砍价就买了几斤拎回了家。
晚上下班回来的老婆，看样子是真的饿急了，拿起
洗好的西红柿就咬，刚吃了两口就问：这西红柿真不错
，多少钱一斤？”
俺怕老婆心疼钱，怨俺光知道大手大脚，忘记了勤
俭节约的光荣传统，于是有意把价钱瞒去多一半。
老婆半信半疑：这么便宜？还没到天黑呀？
俺这还沾沾自喜呢：你以为光是你能砍价买东西？
瞧见没？俺也有这个本事。
老婆沉吟了一下，看来还是你会砍价。这样吧，以
后买菜的事归你了！
惨，俺大脑进水了！
还有更惨的呢！
前几天陪同事去商场，见到了一款套裙，想到结婚
这么多年来，从没为老婆买过衣服，而过些日子，就是
结婚十五周年的纪念日了，于是想买回去给老婆一个惊
喜，一看价格，980 元，一想到老婆能穿上这么漂亮的
时装，又是俺买的，估计那感觉一定，呵呵，.......俺咬
着牙买了下来。
晚上，老婆捧着套裙问：这么漂亮的衣服得花不少
钱吧？
咳，不贵，才 300，这不正好今天发了奖金嘛。俺
行者依然轻松，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第二天，老婆就穿着那身套裙上班去了，晚上回家
一进门就对俺说了：我们同事都夸这套裙穿着漂亮呢！
而且还夸你是个新好男人，会买东西。她们还问你在哪
里买的，照着这个尺码，再给她们带两条。她们可都是
我的好朋友，这个忙你要帮呀。
说罢，将 600 元钱塞进俺的手里。
老天，这回俺大脑进的是开水！

现代城市的房屋设计，基本贯彻了绝
对私密的原则。除了楼道里偶尔和面熟的
小区业主点头微笑，大家没有太多的机会
去共享带有私人性质的空间。从学理的角
度来说，城市作为一个巨量人群生活的公
共空间，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私人的空间
，私人空间的合理保障实则有利于城市作
为公共空间及其公共性的凸显，因此这种
私密性是必要且合理的。
此外，当下家庭居住房屋的获得方式
逐渐固化为商品购买，房屋价格不断上涨
，意味着人们获得居所的经济代价不断加
大，人们对居所的珍视程度、占有欲望，
也会随之加强。此种情形持续时间越长，
家作为私人领域的特性就越固定、越突出
，人们越习惯家的私人属性，对进入这一
领域的“他人”就会挑选得越严格。

时间 成为更宝贵的成本
无论是去往别家串门儿，还是召集朋
友至家中招待，都需要或长或短的时间。
父母一辈年轻时，作为孩童的我们看着他
们一边勤勤恳恳地工作，一边总能有不少
闲暇，不知为何自己走上工作岗位，就忙
得一塌糊涂。“有空了咱们聚一聚”、
“等有时间了一起吃饭吧”、“什么时候
有空一起打球”，这些话相信每个人都不
陌生，既常听到，又常对人说。然而说完
之后，能实现的次数却是寥寥。21世纪的
都市生活，突然就走向了说不清楚的忙碌
中。
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许多历史性的变
化，其中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中国城镇化的
快速推进。早在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就
超过了50%，也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都
市社会的到来使人类社会逐渐转换为一种
新的社会样态，一个重要转变就是，城市
居民普遍感到时间紧迫。
早在 1982 年，美国物理学家拉里· 多
西首创“时间病”一词，用于描述“时间
不够”、 “时光飞逝”、 “必须加快速
度迎头赶上”等现代社会的急迫情景。35
年过去了，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基于时间
紧迫的焦虑，并没有随着社会制度和科学
技术的进步有所改善，反而愈演愈烈。随
着从业人员普遍能力的提高和各行业间竞
争的白热化，职场中作为从业者个人之间
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为了成为不可替代
的人，加班、学习、培训成为家常便饭，
时间成为较之金钱更为宝贵的财富。
工作的忙碌不仅仅是占用时间的问题
，更有消耗人们的精力和情绪的问题。

2014 年，中国适度劳动研究中心对北京
CBD工作人员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近九成的被调查员工每周工作时间超
过了国务院所规定的 40 小时。” “过劳
状态在我国部分知识工作者和体力劳动者
中已成常态。”在八九个小时的脑力劳动
后，用时下通俗的形容就是“只想躺着”
。工作疲惫减损了大多数人外出社交的欲
望，也容易令人情绪低落，遑论还要处理
家务，一定时期后还要陪伴家人、教导小
孩。
除了工作忙碌占用的时间越来越多，
城市发展带来的交通时间也越来越长。曾
有人戏谑，身处北京，住昌平的和住大兴
的谈恋爱，基本就是异地恋。在中小城市
中，虽不比北上广，交通时长依旧是常常
去往特定地点的重要阻碍。相比于遛弯十
分钟能到，坐上公车晃半个小时，足以磨
灭“串门儿”这一特定行为的发生欲望。
当忙碌成为生活的主题，交通车程越
来越长，城市里的人们开始习惯选择大家
的地理中心点展开社交。长时间的工作，
带来的显而易见的好处事经济收入水平大
幅提升，曾经“下馆子”这一充满贵气表
述，现如今已成为家常便饭。商圈里吃饭
游戏的一条龙供应，既能满足自我娱乐的
需求，又能实现朋友相聚的目的，还能省
去一个小时买一个小时做一个小时洗的麻
烦，成为“忙”与“快”生活节奏下多数
人的选择。

心理 观念转变与朋友概念泛化
父母辈的社交有一个特点，唯恐不细
致，唯恐不详尽。同事朋友间，从家庭成
员到来往亲戚乃至三代以外旁系血亲都相
互了解得很透彻。而如今我们的社交方式
，很多时候唯取共同点，不甚在意交往之
人太多的背景。
这一理念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源于传
统“熟人社会”的瓦解。费孝通先生在
20 世纪研究中国农村社会时，提出了在
相对封闭的生产生活环境中，人们身处
“一个熟悉的社会，一个没有陌生人的
社会”。其实，当时无论身处城市还是
农村，人员的流动性都很小。一个家庭
、一个家族在一个地方，几乎都是世代
而居。城市中的工人以厂为家，公职人
员也是一个单位、一个岗位干一辈子。
当一家人住在你的隔壁，他们大概率就
要一辈子和你做邻居；当一个人成为你
的同事，他大概率就要一辈子和你一起
工作。这样情况下，相互了解的欲望和

价值都能最大化，相互了解的可能性也
能最大化。故而那时候的社交，“求全
”心理很重要。
今时的社会人员流动，似乎无需多言
。城市里企业的人员进出之频繁自不必说
，就连公职人员也存在大比率的调动、离
职，甚至乡邻关系最为稳定的农村地区，
基于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推进
，村民外出务工长期化、村民之间关联市
场化、思想观念多元化，也逐渐导致人际
日渐生疏，乡村传统文化日益退潮，人际
关系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退
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期待了解一
个人的全部，更注重“求同”心理，当认
识到双方的一些共同点，能够有效沟通一
些信息，就足以完成社交行为。
对于聚会场所，我们越来越多地选择
咖啡馆、ktv 等公共空间。时间成本、心
理观念是我们选择聚会场所重要的考量因
素。
自然，这样的朋友和传统观念中隆重
的朋友内涵是不一样的。
有很多动人的心灵鸡汤为我们温情地
解释过朋友是什么，情感上深厚的联结，
心灵上细腻的碰撞，还有很多无法用言语
描述的体会与感受。当我们随口说出“噢
，一个朋友”的时候，未必真心衡量过
“朋友”这个词的分量，或者，只是在使
用泛化的“朋友”的语意。若是有情、有
义、有信的真正的朋友，相信大多数人的
心态会折返回最传统的“求全”中去，我
们会希望了解彼此的最全面的情况，最本
真的思想，为了能更好地交流，为了能在
需要时伸出援手。
如此想来，在私人领域意识逐渐变
强、家庭聚会成本不断增加的当下，跨
过家的门槛，从普通变得隆重，也变得
更有意义。如你仍愿意用私人领域中的
公共空间来与人相聚，而对方也愿意不
远十数公里赴约，在彼此忙碌中获得的
点点闲暇中，胡闹着做出四菜一汤，确
是一件美好的事。
串门儿、家中小聚，这件简单的事因
为种种原因变得困难起来，这是时代给
我们的无奈。但如很多好朋友在地域上
遭遇分别时，常会说一句，分别未必能
常相见，但再见亦如未分别。这在很大
程度上安慰了身处此间社会人们的无奈
，我们既已生活在这样的城市中，就培
养对待城市的基本心态——现代城市日
益需要“城市心性”的调适，同时，珍
视每一相聚。

骗人的减肥秤
老婆买了一种新型减肥药，听说疗效非常
好。只要服用这款减肥药，便赠送体重秤一台
。老婆拿着减肥药宝贝一样指着给老公看“瞧
瞧，新型减肥药，不用节食，保证每次秤体重
都能瘦二两。还送体重秤一台，太便宜了。”
老公看了一眼说：“哼！哪有那么便宜的
事？别是骗人的吧！”
老婆狠瞪了老公一眼，不悦地说：“骗我
也乐意，这身肥肉我减定了。”说完对着镜子
扭了扭，就冲进了厨房。
吃饭的时候老公一看这满桌子的菜，太丰
盛了。什么红烧肉、烧鸡、肉段……全是带肉

的菜。惊讶地大叫：“怎么了这是，提前过年
啦？”
老婆一边吃一边说：“这一阵节食连肉星
都不敢碰，现在吃上减肥药说是不用忌口，我
还不趁机吃个痛快呀！”
老公一听乐了，不管怎么样真要感谢这款新
型肥药，想想老婆减肥的日子，天天吃素和和尚
差不多了。最可悲的是，老婆的身上的肉一点没
减掉，自己到瘦了十几斤，哎！可怜呀。
接下来几天餐餐都有肉，老婆吃完饭马上
服上减肥药，然后去称体重，“哈哈……真不
错，老公快来看我真的在瘦。

老公慢悠悠地走过来看看一眼秤：“嗬！
真的呀？又瘦二两，怎么每次都瘦二两那？”
老公看着秤，又看了看老婆的身材，说实话他
一点没感觉老婆的腰变细了。
带着疑惑他站到了秤上，然后下来在上去
。咦！体重的数字少了二两，他又上来有下去
，反复几次，他就明白了。原来不是人在减肥
，是秤在减肥，每次秤，这秤上的数字就会自
动跳回两个小格，怪不得减肥药上大红字标着
，两个礼拜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秤一次体重。
明白后老公笑了，他没对老婆说明，心想
就让她以为不忌口也能瘦吧！

傻子请客
有一位傻小子，邀请朋友们周末来家里吃
饭。他听说最近肉价涨得很厉害，便去超市打
听肉价。
他去的时候正好赶上超市大减价，卖肉的
摊位前排着长长的人龙。他站在人龙中心里犹
豫着是买还是不买，现在买？家里没有冰箱，
大热天的买到的肉到周末不就坏了吗？不买？
肉价这么便宜太可惜了。
后面的人见他左右为难的停止不前的样
子，不悦地说：“你到底买不买，不买靠一
边去！”
傻小子大声嚷嚷道：“我也想买，可我家
没冰箱，买回去之后等我周末请客肉不就坏了
吗？”
卖肉的人听见了，笑呵呵地说：“没冰箱好

办，把肉吃进肚子里不就永远不会坏的嘛！”
傻小子一听有道理，于是买了一大块肉，
他自己整整吃了一天，才吃完。
转眼间到了他请客的日子，朋友们应邀来
到他家。
只见傻小子双手紧握一把刀，刀尖冲着肚
子急得满头大汗，样子极像剖腹自尽的日本武
士。
朋友们大惊失色地叫道：“天呀！你这是
干什么？难道不想活了吗？”
傻小子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对朋友们说：
“不是的，我听说肉只要放在肚子就永远不坏
，所以我趁超市大减价的时候，买了一大块肉
，吃进了肚子里。现在我打算把肉挖出来好招
待大家。”

朋友们听完先是一愣，在看他滑稽的样子
，都忍不住哈哈大笑。
见大家不信还笑话他，急赤白脸地说：
“不信吗？这个办法是卖肉的人告诉我的。你
们可以去问问他！”
朋友们一听，笑得更加厉害。一个朋友笑
着对他说：“傻小子，你受骗了。肉吃进肚里
，咋会保存呢？”
傻小子正言厉色地回答说：“不对，你的话
，只有傻子才信。那你说说，冰箱把肉吃进肚里
，咋能保存好多天呢？哼，别拿谁当傻子……”
朋友们一看劝说无效，傻子要操刀玩命，
吓得一哄而散。
傻小子见朋友们走了，到放下了刀，嘴里嘟
囔着说：“都走了就不用挖肚子里的肉了。”

雷公收走了嘴
“凤婆哑了、凤婆说不了话啦……”。
一大早，村头大榕树下，男女老少就议论开
了。这可是小村里的一爆炸性新闻。说得神
乎其神。并很快流传开来了。
凤婆年近六十，但为人专横跋扈，泼辣性
格远近闻名。她丈夫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育
有二儿一女，幸运的是儿女都很有出息，两个
儿女在市里当不大不小的官，一个小儿子在村
里开小卖部。不愁吃穿、儿孙满堂。凤婆在村
里说话更加嚣张了。年轻时泼妇骂街，老了也
改不了坏毛病。时常把邻居骂得见之即避，敢
怒不敢言。尤其住在她隔壁的兰婆更是深受其
害。兰婆是个孤苦的老人，早年丧夫，只有一
女儿又远嫁保他乡。少得回来尽孝。但兰婆心
底善良，见村里的小孩哭闹，总会拿家里平时
别人给的自己舍不得吃的糖果哄小孩。谁家媳

妇上班没空照顾孩子，只要跟兰婆说声，兰婆
便乐意的当自己孙子般照看。大家都很尊敬兰
婆，都说兰婆好。但凤婆这时却说：“好什么
，赎罪呀，命硬、早早克死老公，无儿送终…
”兰婆听了只得偷偷抹眼泪。邻家的孩子跟凤
婆孙子玩耍，打闹哭了，凤婆扯着人家孩子的
耳朵咒骂：多爷少娘养的，没教养，长大当监
犯。慢慢的，村里人都不去凤婆家串门，也没
人跟她说话。兰婆和几个老大姐在一起时，总
会念叨;恶有恶报、善有善报，雷公会收她的嘴
的……
果然，这天，电闪雷鸣，白天像锅底一
样黑。雷响得像一个个火
球咂在地上一般，很吓人，村民都呆在家
里不敢出门劳作。雨过天晴，村民又到田里劳
作了。大老远就听到凤婆的十岁的孙子跑边向

村头小卖部跑边喊：“爸、妈快回家来呀。奶
奶说不出话了，奶奶哑了……”后来，凤婆的
儿女把神志不清、嘴张大却不能说话的凤婆送
到市医院，据说医生也不能诊治好凤婆的怪病
。再后来，人们从凤婆孙子的口里听说：“那
天，电闪雷鸣，凤婆和两个孩子在家里厅堂上
坐着，凤婆厅堂里供着一尊菩萨，凤婆见电闪
雷鸣挺吓人，就在菩萨面前烧香祈祷，突然，
一个大大的火球在堂上开花，凤婆直接被一阵
风似的卷起……”她孙子再睁开眼看时，却见
凤婆已在井堂外跪着淋雨，嘴里喃喃的，叫她
也不能发出声音答应……“
凤婆真的哑了，村里的人都说“凤婆的
嘴太毒了，是雷公收了她的嘴……”从此，
小村里的人警告那些说话恶毒的人都会说：
“小心，雷公会收你的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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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两段失败婚姻

只想告诉你
什么样的男人值得嫁

我是护士，王荣是医生，我们
曾经是同事。认识时，我未婚，他
离异。比我大 8 岁的王荣对我关心
备至。而我从小缺失父爱，很享受
他这种父亲式的照顾。所以，交往
一段时间后，我们就结了婚。
医生忙起来不分昼夜，根本顾
不 上 家 里 。 2008 年 ， 女 儿 出 生 3 个
月 后 ， 我 带 着 她 住 回 了 娘 家 。 10 个
月后，我带着女儿回家，发现一切
都变了，王荣对我的归来没有表现
出多大的喜悦，反而整个人怪怪的
： 他 喜 欢 躲 在 房 间 里 用 QQ 聊 天 ，
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还背着我接
电话，聊很长时间。
有一天，我对着镜子感慨了一
句：“天啊，我怎么长白头发了？
”不知道这句话怎么触动了王荣的
神经，他愧疚地交代了自己出轨的
经过：我们分开得太久，他经常上
网聊天，认识了一个已婚女人。对
方家境殷实，空虚寂寞，两个人就
好上了。
我又气又恨，大哭一场后又感
到茫然无措。离婚？可女儿才一岁
多，她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反复思
量后，我答应丈夫如果他结束婚外
情，就给他一个重新改过的机会，
他 却 沉 默 了 。 我 趁 他 聊 QQ 的 时 候
， 记 下 小 三 的 QQ 号 ， 和 对 方 聊 了
两天，希望把她劝退，可惜没有半
点儿效果。
我咨询了一位从事婚姻咨询的
朋友，他对我说：“一般来说，男
人会以家庭为重，情人关系不会持

续太久，你可以再努力挽救试试。
”我找来一些婚姻家庭方面的书籍
学习，试图修复我们的关系。
然而，王荣却显得很消极。我
心平气和地与他商量：“王荣，这
是你的第二段婚姻了，就算不为我
和孩子，难道你就不为自己的名誉
考虑一下吗？”王荣说：“我不想
名誉扫地，可我管不住自己。”我
说：“那我们一起去做婚姻咨询，
看看专家给我们什么建议？”可是
，他觉得没有面子，拒绝前往。
不知为什么，我越是想挽救婚
姻，他就越愧疚、越煎熬。一个月
后，王荣提出离婚。
晚上，望着床上睡得香甜的女
儿，我强忍着眼泪，心里默默地说
：“女儿啊，以后我们就要一起共
同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了。”离婚
后，我带着女儿回到金华兰溪娘家
。
2012 年 ， 从 事 销 售 的 关 剑 成 为
我家的租客。他离异，儿子比我女
儿大一岁。
认识半年后，他向我表白。
我坦诚地说:“第一段婚姻让我
尝尽失望的滋味。男人的背叛，我
今生无法承受第二次了。”关剑是
个老实人，对我没有花言巧语，只
是说我们都有孩子，可以一起组建
家庭，用心教育孩子。家里有两个
孩子要抚养和教育，他是没有精力
拈花惹草的。
我被他对孩子的责任心打动了
，我们很自然地走到一起，再婚了

。但真是相爱简单相处难，婚后我
才发现他的控制欲很强，为人严厉
，规矩特别多。
关剑非常爱干净，每天都要拖
地，直到拖把拧出的水变清澈为止
。他在家中发现有丁点脏的地方，
便会严厉批评孩子。我经常和他讲
：房子是用来住的，舒服最重要。
孩子无意弄脏的，不用如此挑剔，
他才有所收敛。
我们对孩子的教育理念也有很
大的分歧。关剑的儿子冬冬上小学
一年级，没有朋友，从不出去玩，
表达能力很差，我觉得这跟父母过
于苛刻有关系，关剑对孩子们的行
为问题，总是粗鲁地纠正，好像什
么都看不惯。
而我更能看到孩子的优秀，支
持、理解、鼓励他们。我想出很多
儿童游戏带着两个孩子玩，冬冬渐
渐喜欢上了我，愿意和我说说心里
话。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他的控制欲
，他总是对我不放心。晚饭后，我
喜欢带女儿到她的同学家逛逛，她
和同学一起玩，我也可以和对方妈
妈聊聊天。可是，关剑却不停给我
打电话，质问道：“都几点了，怎
么还不回来？”本来兴致很高的我
，像是一个被扎破的气球，只得怏
怏不乐地回家。
还有一次，科室同事们聚会吃
饭，然后去唱歌。关剑给我打电话
，我没有听到。半个小时后，我回
他电话，被他一通劈头盖脸地斥责

：“到哪里去浪
了？这么晚不回
家，不会连魂也
被人勾走了吧？
”听到这话，我
的心里一凉。
我去爬山、做
志愿者，皆因为
关剑的不放心而
中断。随着诸如
此类事情不断积累，我感觉自己追
求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受到限制，心
情越来越压抑。
关剑管教孩子严厉，两个孩子
进入青春期之后，又不断发生冲突
， 女 儿 越 来 越 不 堪 忍 受 。 2017 年 3
月的一个下午，女儿放学后不肯进
门，从门缝塞进一张小纸条，我打
开一看，上面写着：“妈妈，我再
也不想回这个家了。”我的眼泪落
了下来。
在小区里我们经常散步的小径
上，我找到了女儿。她低着头，默
默地坐在石凳上。我抱着她，她嘤
嘤哭泣，说：“妈妈，我们搬出去
吧。”而后，又善解人意地补充说
：“如果你觉得为难的话，把我送
到乡下的外婆家读书也行。”
2017 年 10 月 ， 经 过 慎 重 考 虑 ，
我向关剑提出离婚。起初他不在意
，发现我执意要离婚，才知事态严
重，想要改变自己。可是对我来说
，为时已晚。过了几天，我们办了
离婚手续。我带着女儿从家中搬了
出去。搬家都是关剑一手操办的，
一点儿没让我操心，为此我很感激
他。
离婚后，我觉得婚姻失败，自
己也要负一部分责任，需要提高经
营婚姻的能力。我开始系统地学习
心理学，还考取了心理咨询师资格
证书。在婚姻登记处，我成为一名
调节婚姻矛盾的心理辅导员。
因为冬冬进入青春期，关剑深
感对儿子的教育无能为力，常常打

电话咨询我。而学习心理学后，我
更善于面对和处理他的负面情绪，
和他沟通也更有技巧、更正向。关
剑越来越信赖我，我们之间的关系
比结婚时更好。
2019 年 2 月 ， 在 老 家 过 完 年 准 备
带女儿回杭州时，我突然接到关剑
的电话。他说：“我来接你吧。”
其实离婚后，我也一直没有放下他
，便同意了。
回到杭州后，关剑对我说：
“这次离婚，其实对我的打击很大
，我自认为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对你一心一意，把你当作家人看待
。我不理解，你为什么还要离开我
？后来，我去做了婚姻咨询，专家
告诉我，我没有给你喜欢的生活方
式 。 我 这 才 发 现 自 己 的 不 称 职 ……
”
我也跟他聊了很多令我过去不
舒服、生气的地方，也描述了自己
期待的生活方式。关剑诚恳地对我
说：“我会变得更好的，你再给我
一次机会吧！”我笑了笑，爽快地
点了点头，说：“好的。”
现在，我们用“谁做事谁负责
”的原则来避免矛盾。比如我烧饭
，他打下手，那么他要按照我的经
验习惯来。他开车时，有时我会紧
张，叫他慢点儿，他会反射性地来
一句：“我开车，我做主。”夫妻
之间的良好互动模式，其实是挺有
意思的。
我和关剑还在谈恋爱，没有复
婚。但我们找到了让双方认可的相
处方式，也都确认对方是自己生命
中重要的人。在关剑努力改变自己
后，女儿也重新接纳了他。
现在每到周末，我们 4 个人在
春夜的油菜地里捉迷藏，在山上有
溪水的地方野餐，在夏天大雨的沙
滩 上 ， 光 着 脚 造 河 流 、 筑 堤 坝 ……
望着这个笑容灿烂的男人，我忽然
想和他天长地久。

人类未来，用什么
进入正题之前，先给大家讲一个关
于工具的故事。
这个故事来自一本名叫《太阳的阴
影》（Shadows in the Sun）的旅行日记
，作者韦德· 戴维斯（Wade Davis）是加
拿 大 不 列 颠 哥 伦 比 亚 大 学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人类学教授。他
写过 15 本书，内容大都是他在各个原始
部落的冒险经历，因此他被誉为“真实
世界里的印第安纳· 琼斯”。
这本《太阳的阴影》讲的是住在加
拿大北方的因纽特人的故事。上世纪 50
年代，加拿大政府试图把分散在各地的
因纽特人集中起来，迁入政府出资建造
的移民村。一位因纽特老人不愿意搬家
，于是他的家人把他的工具全都藏了起
来，逼老人跟大家一起走。但是，倔强
的老人用自己的粪便制作了一把刀，用
这把刀杀死了一只狗，用狗的胸骨制作
了一副雪橇，把狗皮剥下来制成了一副
挽具，然后老人指挥另一只狗拉着这副
雪橇逃离村庄，消失在茫茫冰雪之中。
人类未来，用什么
戴维斯很喜欢这个故事，曾经在
“技术、娱乐、设计”（TED）大会上讲
过一次，收获了将近 400 万的点击量。曾
经有人质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他回答
说：“不论真假，这是个很好的寓言故
事，表现了因纽特人坚毅的性格。”
2019 年，美国肯特州立大学（Kent
State University）的人类学教授麦庭· 艾伦
（Metin Eren）听到了这个故事，他也怀
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决定亲自做个小实
验来验证一下。他模仿因纽特人的饮食习
惯，连吃了一个星期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
，然后他收集了自己的粪便，用干冰将其
冻成硬块，磨成了一把刀。可是，当他试
图用这把刀切猪肉时，却发现刀口一碰到
猪皮就融化了，好像手里拿着的不是一把
刀，而是一支棕色的蜡笔。
艾伦教授把实验结果写成一篇论文
，发表在 2019 年 10 月出版的《考古学杂
志 》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 上 ， 结 果 被 “ 搞 笑 诺 贝 尔 奖 ” （Ig
Nobel Prize）评为 2020 年度材料科学大
奖。其实艾伦教授的这项研究比戴维斯
讲的那个故事更像寓言，因为它深刻地
揭示了人和材料之间的紧密关系，值得
我们好好琢磨一下。
首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材料在
很多时候是比食物更重要的东西，因为
材料具有极强的不可替代性，这一点和
食物非常不同。比如，因纽特人生活在

北极冰原上，那里几乎没有任何植物，
所以因纽特人既没有面包也吃不到米饭
，甚至连蔬菜都没有，但他们依然能靠
吃生肉活下来，而且他们的身体也慢慢
适应了这种变化，反而吃不惯米饭面包
了。可是，由于北极地区除了冰雪之外
几乎啥都没有，因纽特人缺乏制造工具
所需的原材料，生活质量受到了很大影
响。比如那位因纽特老人的亲戚们只需
把老人的工具藏起来就能把他困住，因
为他找不到制造工具的原材料，几乎任
何事情都做不了。
正常情况下，因纽特人会用海象牙或
者兽皮和低纬度地区的人们交换工具，一把
钢制小刀的价值要比一件毛皮大衣大多了。
同理，古代社会不同部落之间最先开始交换
的东西并不是美食，而是制造工具所需的特
殊材料。比如，非洲最早的贸易网络就是为
了交换黑曜石而搭建起来的，这种石材只有
在火山附近才能找到，在原始人学会提炼金
属之前，黑曜石是制造切削刀具的最佳材料
，无法替代。再比如，人类走出非洲之后建
立的第一个贸易网络是为了交换铅和锡，这
两种金属都是制造青铜所必需的原材料，同
样无法替代，而且储量稀少。
说到古人建立的贸易网络，最知名
的案例无疑是丝绸之路。这是古代欧亚
大陆上建立的距离最长、规模最大、持
续时间最久的贸易网，原因就是丝绸是
一种无法替代的奢侈品，西方人做不出
来，只能和中国人交换。东西方文化的
相互交融，正是借助这条丝绸之路才得
以实现的。
无数类似案例表明，正是由于人类
对一些特殊材料的需求，开启了不同族
群之间大规模物质交换的序幕。如果没
有这种物质交换，也就不会有文化交流
，人类就无法相互学习，互相借鉴，人
类文明肯定不会进步得这么快。
其次，这个关于工具的故事还告诉
我们，制造工具的材料的性能往往和温
度密切相关，而温度则和人类的技术发
展水平紧密相连。在这个故事里，低温
改变了材料的性能，但在人类的材料史
上，高温才是更重要的因素。祖先们通
过高温煅烧，把软泥巴变成了硬砖块，
盖起了世界上第一幢结实的房子，彻底
改变了人类的居住环境；祖先们还在这
一过程中摸索出了陶器的制作方法，制
造出人类历史上第一套厨房用具，彻底
改变了人类的饮食方式；青铜器的出现
得益于古人对高温的理解和追求，人类
的日常生活因此而精致了许多；铁器的

出现则是和人类烧窑技术的进步密切相
关，从此人类掌握了一种威力强大的杀
人武器，先天的体力优势不再是决定战
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事实上，由于地壳中
的铁矿石蕴藏量非常丰富，铁成为人类历
史上第一种几乎完全取决于使用者技术能
力的原材料，任何人都可以拥有铁器。从
此，人类从资源主导型社会过渡到了技术
主导型社会，从体力为王的荒蛮时代过渡
到了靠智力取胜的文明时代。
随后，人类又先后发明了瓷器、玻璃
、棉布、丝绸、水泥、橡胶、塑料和化纤
等新型材料，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
量。制造这些新材料不但需要高温，还需
要用到很多更加先进的物理和化学技术，
人类的整体科技水平也因此不断提高，终
于把人类送上了地球之王的宝座。
第三，在这个关于因纽特人的故事
里，粪便属于可再生材料，只要这位老
人有海豹肉吃就行了。但实际情况往往
正相反，很多材料都是不可再生的，总
有用完的那一天。比如用于制造钢筋混
凝土的矿石的储量是有限的，用于制造
塑料和化纤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也是
有限的。随着地球人口的持续增长，争
夺原材料的战争愈演愈烈，已经成为国
与国之间发生争端的主要原因之一。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原材料虽
然是可再生的，或者因为储量极为丰富
而暂时不用担心枯竭，但因为用量实在
太大，给自然环境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
失。比如，人类对木材的需求导致大量
原始森林被砍伐殆尽，很多陆地动植物
因此而灭绝；再比如，人类对一次性塑
料制品的滥用导致大量不可降解的塑料
制品进入海洋，严重影响了海洋生物的
健康。最糟糕的是，材料的生产和使用
过程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这是全球气
候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虽然这些危害我们早已知道，但材
料的生产和消耗仍然与日俱增，因为人
类社会不能没有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
一直没能和物质生产脱钩，所以人类暂
时还离不开材料。2020 年 12 月 10 日出版
的《自然》（Nature）杂志刊登了以色
列魏茨曼科学研究院（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的科学家撰写的一篇论
文，发现人造物质总量已经超过了地球
上的活生物量，地球从 2020 年起正式从
一个所有生命共同拥有的家园变成了人
类一家独大的超级大工厂。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双向的：一
方面，随着生产力的飞速提升，人造物

质正以每年超
过 300 亿 吨 的
速度增加；另
一方面，由于
人类占用了太
多本属于野生
动植物的领地
，导致地球上
的活生物量反
而略有下降。
于是，人造物
质占地球活生
物量的百分比
从 20 世纪初时
的 3%变成了 2020 年的 100%。
这些人造物质主要包括钢筋混凝土
、砖石、沥青、塑料、人造纤维和各种
金属，制造这些物质的原材料大部分来
自地下，其中只有不到 10%被循环利用
了，其余的终将有一天会变为垃圾。
要想彻底解决材料带来的问题，必
须把经济增长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断
开。英国萨里大学（University of Surrey
）经济学教授蒂姆· 杰克逊（Tim Jackson）和加拿大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环境学教授皮特· 维克多（Peter Victor）在 2019 年 11 月 22 日出版的 《科学
》（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重磅论
文，分析了经济增长和物质生产“断联
”的可能性。
文章用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衡量物
质生产强度的指标，发现 1965 年全球国
民生产总值（GDP）当中每 1 美元对应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 760 克，而 2015 年
时的这一数值降到了 500 克。也就是说
，人类依靠技术革新提高了能源效率，
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把 GDP 的碳强度减
少了 35%。
但是，同一时期的二氧化碳排放总
量却一直在增加，这是因为人类的经济
增长速度远比生产效率的提高要快得多
。今天人类排放二氧化碳的速率比 1990
年时高了 60%，这个增长速度如果持续
下去的话，早晚有一天会把地球变成一
个大火炉。
按照两人的计算，要想把气候变化
限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人类必须大幅
降低 GDP 中的碳强度，降幅必须保持在
每年 14%以上，而且要连降 30 年，难度
是非常大的。要知道，此前人类 GDP 碳
强度的降幅最大也只有 3%，而且这一
“成就”是在上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时
达成的。

两位科学家特别指出，要想完成
“断联”的目标，必须全世界一起努力
，光靠某几个国家或地区使劲是不行的
。比如欧盟在 1990～2017 年间的碳排放
总量下降了 22%，GDP 却增加了 58%，
看似“断联”成功，但这一成绩是通过
把高污染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实现
的，如果把这部分算上的话，欧盟的真
实碳足迹要比统计数据高 20%。
文章结尾指出，要想把 GDP 和二氧
化碳之间的联系断开，光靠技术革新是
不行的，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行为
方式，不再把物质享受当作衡量幸福的
唯一标准。
对应到材料领域，这就意味着我们
必须改变我们盖房子的方式、乱扔东西
的习惯，以及对服装的审美标准，因为
钢筋混凝土、塑料和纤维是人类使用量
最大的 3 种材料，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也
是最大的。如果再不改变的话，节能减
排的目标是不可能完成的。
就在 2020 年 9 月 22 日召开的第 75 届
联合国大会上，中国向全世界做出承诺，
到2030年时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GDP
的碳强度比 2005 年下降 65%以上，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这是个振奋人
心的承诺，很有可能彻底改变世界的未来
。要想实现这些目标，能源领域的改革当
然是重头戏，但材料领域同样不可忽视。
要知道，仅仅是水泥这一种材料，就占人
类排放温室气体总量的 8%，而中国的水
泥产量占比超过了50%。
人类文明曾经被材料改变过很多次
，未来仍然会继续如此，因为我们本质
上都是那位因纽特老人，一旦离开了材
料就不再是文明人了。同理，人类对于
材料的生产和使用方式也到了必须加以
改变的时候了，因为如果再不改革的话
，我们也不再是文明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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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第一銀行休士頓分行
一行專程參訪拜會美南銀行總行
台灣第一銀行休士頓分行經理吳炳輝、分行副理許為森
台灣第一銀行休士頓分行經理吳炳輝、
分行副理許為森、
、資深副理蘇怡璇等一行
人在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商務組組長徐炳燻陪同下專程前至位於休士頓中國城的
美南銀行總行參訪拜會。
美南銀行總行參訪拜會
。美南銀行董事長李承穗
美南銀行董事長李承穗、
、首席執行長 Mark Simmons、
Simmons、
資深董事長李昭寬及財務長林佩珊、
資深董事長李昭寬及財務長林佩珊
、公關莊幃婷等人特別親迎接待

創辦於台灣的第一銀行休士頓分行經理吳炳輝、分行副理許為森
創辦於台灣的第一銀行休士頓分行經理吳炳輝、
分行副理許為森、
、資深副理蘇怡璇等一行人在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商務組組長徐炳燻陪同下專程前至位於休士頓中國城的美南銀行總行參訪
拜會。
拜會
。美南銀行董事長李承穗
美南銀行董事長李承穗、
、資深董事長李昭寬及財務長林佩珊
資深董事長李昭寬及財務長林佩珊、
、公關莊幃婷等人

第一銀行休士頓分行經理吳炳輝與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商
務組組長徐炳燻互動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台灣第一銀行休士頓分行經理吳炳輝

美南銀行董事長李承穗、資深董事長李昭寬熱烈歡迎台
美南銀行董事長李承穗、
灣第一銀行休士頓分行經理吳炳輝

美南銀行董事長李承穗

美南銀行董事長李承穗、資深董事長李昭寬
美南銀行董事長李承穗、
資深董事長李昭寬,, 第一銀行休
士頓分行經理吳炳輝等互贈紀念品

